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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如何开始使用 CVM
配置选型标准

根据业务模型选型

为了方便您有效地使用腾讯云云服务器（CVM），本文档带您进行云服务器入门指导：

入门篇

入门篇帮助了解云服务器 CVM 基本概念，适合零基础和初用腾讯云服务的用户，您可以了解以下要点：

云服务器概述 

云服务器功能与优势 

进阶篇

进阶篇助您在购买时，帮助您更好的选择适合您的云服务器：

在购买与使用云服务器之前，您需要首先完成 注册与认证 。 

当您不知道如何挑选配置时，我们提供 配置推荐，80%的云上用户首选配置，买服务器，听大家的。

您可以点击 价格计算器

查看您需要的产品组合的价格，估算资源成本，加入购买预算清单，更可实现一键购买。

当您不懂云服务器如何计费时，云服务器计费模式说明 帮您选择适合您业务场景的计费模式。

当您面对丰富多样的机型不知如何选择时，云服务器机型选择

助您了解不同机型的适用场景和性能，帮助您选择适合您业务场景的机型。

当您不清楚在何地配置时，地域与可用区 助您了解地域与可用区的最优选择方案。

实战篇

实战篇提供非常详细的操作指引，帮助您从注册账号、购买、登录并管理云服务器，参照本篇您将快速入门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云服务器的简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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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思路

1. 注册帐号

2. 确定地域及云服务器配置

3. 创建云服务器

4. 登录云服务器

5. 格式化数据盘与分区操作

6. 安装部署应用环境

详细的操作指引请参考 快速入门 Windows 云服务器 、快速入门 Linux 云服务器 。

CVM 实验室

1. 体验 CentOS 系统 CVM 

2. 体验 Ubuntu 系统 CVM 

高阶篇

高阶篇提供更加详细的云服务器管理操作指引，帮助您配置环境和程序安装等，参照本篇，您将完成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云服务器运维部署。

Windows系统云服务器运维手册

1. 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 

2. 数据盘分区和格式化 

3. 环境配置

4. 系统维护

Linux系统云服务器运维手册

1. 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2. Linux挂载数据盘

3. 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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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配置

5. 上传文件

6. Linux 常用操作及命令

7. 访问公网

其他

续费相关：若您的云服务器到期，但您仍想继续使用，我们有 云服务器续费

指引您进行手动续费或自动续费，以防实例到期后被系统销毁而导致数据丢失或服务中断。

调整实例配置：

若您在应用初期、请求量较小时选用较低的硬件配置，而随着应用快速增长、服务请求量剧增，您可以

通过 调整实例配置 快速调整硬件，提高服务的处理速度，更好地满足您变化的需求。

常见问题FAQ：若您仍遇到其他 云服务器管理常见问题

，我们提供常见问题合集供您查阅，方便您快速定位及解决疑问。

问题反馈：若您有其他疑问未得到解决，您可拨打服务热线 4009-100-100 或者 发起工单

反馈给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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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与认证
为了方便您有效地使用腾讯云云服务器（CVM），请完成以下步骤为使用 CVM 进行设置：

注册腾讯云帐号

若您已有一个腾讯云帐号，您可以跳过本注册步骤进行下面的设置。

如需在腾讯云官网进行【注册】，注册指引可参考 注册腾讯云。

进行资质认证

当您注册成为腾讯云用户后，部分产品需要您通过资质认证方可使用（如按量计费类型云服务器、COS、CDN

等），通过资质认证后默认可以使用腾讯云所有服务（特定需要单独申请开通的除外）。

1. 注册成功后，单击页面右上角进入【用户中心】：

2. 单击【资质认证】，按照页面指引进行资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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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Windows 云服务器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快速使用 Windows

系统的云服务器实例的相关功能，引导新手快速了解腾讯云云服务器的创建和配置。

步骤一：准备与选型

注册腾讯云账号

新用户需在腾讯云官网进行【注册】，注册指引可参考 如何注册腾讯云 。

确定云服务器所在地域及可用区

地域选择原则：

靠近用户原则。

请根据您的用户所在地理位置选择云服务器地域。云服务器越靠近访问客户，越能获得较小的访问时延

和较高的访问速度。比如：您的用户大部分位于长江三角洲附近时，上海地域是较好的选择。

内网通信同地域原则。

同地域内，内网互通；不同地域，内网不通。需要多个云服务器内网通信的用户须选择相同云服务器地

域。

相同地域下的云服务器可以通过内网相互通信（内网通信，免费）。

不同地域之间的云服务器不能通过内网互相通信（通信需经过公网，收费）。

确定云服务器配置方案

腾讯云提供如下推荐配置：【推荐选型】

入门型：适用于起步阶段的个人网站。如：个人博客等小型网站。

基础型：适合有一定访问量的网站或应用。如：较大型企业官网、小型电商网站。

普及型：适合常使用云计算等一定计算量的需求。如：门户网站、SaaS 软件、小型 App 。

应用型：适用于并发要求较高的应用及适合对云服务器网络及计算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应用场景。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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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门户、电商网站、游戏 App 。

若推荐的配置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在【更多机型】

中根据实际需要比较各配置方案。当然您也可以在购买云服务器之后，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进行 配置升级 或 

配置降级 。

注意：

Windows 云服务器无法作为 公网网关 使用，需要公网网关的用户请参考 快速入门 Linux 云服务器 。

确定付费方式

腾讯云提供 包年包月 和 按量付费 两种付费模式。详见 计费模式说明 。

若您选择按量付费，则需先完成 实名认证 。

步骤二：创建 Windows 云服务器

本步骤介绍 Windows 云服务器的创建，腾讯云提供快速配置

和自定义配置两种方式。本部分以快速配置为例说明，若快速配置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可参考 自定义配置

Windows 云服务器 文档进行配置。

注意：

初次购买的账户默认进入【快速配置】页面，购买过的用户默认进入【自定义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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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腾讯云官网，选择【云产品】-【计算与网络】-【云服务器】，单击【立即选购】按钮，进入 

云服务器购买页面 。

2. 选择镜像。选择符合需求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3. 选择机型。

4. 选择地域。靠近您客户的地域可降低访问延迟，提高下载速度。

5. 选择公网带宽。若不需要连接到公网，带宽值选 0 。

6. 选择服务器数量与购买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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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配置使用自动生成的密码，创建后密码会通过站内信发送给您。

查看更多默认配置，在快速购买页面顶部，将鼠标留置【更多默认配置】即可。

查看站内信请见下一步骤。

  

步骤三：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

本部分操作介绍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的常用方法，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同的登录方式，此处介绍控制台登录，更多登录方式请见 登录

Windows 实例 。

前提条件

登录到云服务器时，需要使用管理员帐号和对应的密码。

管理员账号：对于 Windows 类型的实例，管理员帐号统一为 Administrator

密码：快速配置中，初始密码由系统随机分配。在下一环节（查看站内信及云服务器信息）中，具体查

看操作。

更多内容请参考 登录密码 。

查看站内信及云服务器信息

完成云服务器的购买和创建后，云服务器的实例名称、公网 IP 地址、内网 IP

地址、登录名、初始登录密码等信息都将以 站内信 的方式发送到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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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登录后即可看到公网 IP 地址、内网 IP 地址等信息。

2. 单击右上角【站内信】。

3. 站内信页面即可查看新创建的云服务器，及登录名与密码等信息。

控制台登录云服务器

1. 在云服务器列表的操作列，单击【登录】按钮即可通过 VNC 连接至 Windows 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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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单击左上角发送 Ctrl-Alt-Delete 命令进入系统登录界面：

3. 输入帐号（Administrator）和站内信中的初始密码（或您修改后的密码）即可登录。

注意：

该终端为独享，即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用户可以使用控制台登录。

步骤四：格式化与分区数据盘

这里以 Windows 2012 R2 为例进行格式化说明。

前提条件

已购买数据盘的用户，需要格式化数据盘才可使用。未购买数据盘的用户可以跳过此步骤。

请确保您已完成步骤三操作，登录到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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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数据盘

1. 通过步骤三介绍的方法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

2. 单击【开始】-【服务器管理器】-【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

3. 在磁盘1上右键单击，选择【联机】：

4. 右键单击，选择【初始化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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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分区方式的不同，选择【GPT】或【MBR】，单击【确定】按钮：

注意：

磁盘大于 2TB 时仅支持 GPT

分区形式。若您不确定磁盘后续扩容是否会超过该值，则建议您选择 GPT

分区；若您确定磁盘大小不会超过该值，则建议您选择 MBR 分区以获得更好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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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分区（可选）

1. 在未分配的空间处右击，选择【新建简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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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窗口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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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分区所需磁盘大小，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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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驱动器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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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文件系统，格式化分区，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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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新建简单卷，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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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开始】中打开【这台电脑】，查看新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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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您已完成 Windows 系统的云服务器的创建和基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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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Linux 云服务器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快速使用 Linux

系统的云服务器实例的相关功能，引导新手快速了解腾讯云云服务器的创建和配置。

步骤一：准备与选型

注册腾讯云账号

新用户需在腾讯云官网进行【注册】，注册指引可参考 如何注册腾讯云 。

确定云服务器所在地域及可用区

地域选择原则：

靠近用户原则。

请根据您的用户所在地理位置选择云服务器地域。云服务器越靠近访问客户，越能获得较小的访问时延

和较高的访问速度。比如：您的用户大部分位于长江三角洲附近时，上海地域是较好的选择。

内网通信同地域原则。

同地域内，内网互通；不同地域，内网不通。需要多个云服务器内网通信的用户须选择相同云服务器地

域。

相同地域下的云服务器可以通过内网相互通信（内网通信，免费）。

不同地域之间的云服务器不能通过内网互相通信（通信需经过公网，收费）。

确定云服务器配置方案

腾讯云提供如下推荐配置：【推荐选型】

入门型：适用于起步阶段的个人网站。如：个人博客等小型网站。

基础型：适合有一定访问量的网站或应用。如：较大型企业官网、小型电商网站。

普及型：适合常使用云计算等一定计算量的需求。如：门户网站、SaaS 软件、小型 App 。

应用型：适用于并发要求较高的应用及适合对云服务器网络及计算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应用场景。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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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门户、电商网站、游戏 App 。

若推荐的配置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在【更多机型】

中根据实际需要比较各配置方案。当然您也可以在购买云服务器之后，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进行 配置升级 或 

配置降级 。

确定付费方式

腾讯云提供 包年包月 和 按量付费 两种付费模式。详见 计费模式说明 。

若您选择按量付费，则需先完成 实名认证 。

步骤二：创建 Linux 云服务器

本步骤介绍 Linux 云服务器的创建，腾讯云提供快速配置和自定义配置两种方式。本部分以快速配置为例说明

，若快速配置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可参考 自定义配置 Linux 云服务器 文档进行配置。

注意：

初次购买的账户默认进入【快速配置】页面，购买过的用户默认进入【自定义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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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腾讯云官网，选择【云产品】-【计算与网络】-【云服务器】，单击【立即选购】按钮，进入 

云服务器购买页面。

2. 选择镜像。快速配置向您推荐 Ubuntu Server 16.04.1 LTS 64位 与CentOS 7.2 64位

的操作系统方案。

3. 选择机型。

4. 选择地域。靠近您客户的地域可降低访问延迟，提高下载速度。

5. 选择公网带宽。若不需要连接到公网，带宽值选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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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服务器数量与购买时长。

快速配置使用自动生成的密码，创建后密码会通过站内信发送给您。

查看更多默认配置，在快速购买页面顶部，将鼠标留置【更多默认配置】即可。

查看站内信请见下一步骤。

步骤三：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本部分操作介绍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的常用方法，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同的登录方式，此处介绍控制台登录，更多登录方式请见 登录

Linux 实例 。

前提条件

登录到云服务器时，需要使用管理员帐号和对应的密码。

管理员账号：对于 Linux 类型的实例，管理员帐号统一为 root （ Ubuntu 系统用户为 ubuntu ）

密码：快速配置中，初始密码由系统随机分配。在下一环节（查看站内信及云服务器信息）中，具体查

看操作。

 更多内容请参考 登录密码 。

查看站内信及云服务器信息

完成云服务器的购买和创建后，云服务器的实例名称、公网 IP 地址、内网 IP

地址、登录名、初始登录密码等信息都将以 站内信 的方式发送到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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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登录后即可看到公网 IP 地址、内网 IP 地址等信息。

2. 单击右上角【站内信】。

3. 站内信页面即可查看新创建的云服务器，及登录名与密码等信息。

控制台登录云服务器

1. 在云服务列表页的操作列，单击【登录】按钮即可通过 WebShell 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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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帐号（root ，Ubuntu 系统用户为

ubuntu）和站内信中的初始密码（或您修改后的密码）即可登录。

注意：

该终端为独享，即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用户可以使用控制台登录。

步骤四：分区与格式化数据盘

前提条件

已购买数据盘的用户，需要格式化数据盘才可使用。未购买数据盘的用户可以跳过此步骤。

请确保您已完成步骤三操作，登录到云服务器。

大于 2TB 的硬盘请使用 GPT 方式进行搭载数据盘操作。详情请参见 使用GPT分区表分区并格式化 。

分区数据盘

1. 通过步骤三介绍的方法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注意：

仅支持对数据盘进行分区，不支持对系统盘进行分区。若您强行对系统盘分区可能导致系统崩

溃等严重问题，针对此种情况腾讯云不承担赔偿责任。

2. 输入命令

fdisk -l

查看您的数据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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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中，有一个 54 GB 的数据盘

(/vdb)

需要挂载。

注意：

fdisk -l

与

df -h

都为拆看数据盘信息命令，但在没有分区和格式化数据盘之前，使用

df -h

命令无法看到数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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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数据盘进行分区。按照界面的提示，依次操作：

1. 输入

fdisk /dev/vdb

(对数据盘进行分区)，回车；

2. 输入

n

(新建分区)，回车；

3. 输入

p

(新建扩展分区)，回车；

4. 输入

1

(使用第 1 个主分区)，回车；

第32页　共36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快速入门产品文档

5. 输入回车(使用默认配置)；

6. 再次输入回车(使用默认配置)；

7. 输入

wq

(保存分区表)，回车开始分区。

这里以创建 1 个分区为例，开发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创建多个分区。

4. 使用

fdisk -l

命令，即可查看到，新的分区 vdb1 已经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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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数据盘

1. 新分区格式化

分区后需要对分好的区进行格式化，您可自行决定文件系统的格式，如 ext2、ext3 等。本例以 ext3

为例。

使用下面的命令对新分区进行格式化： 

mkfs.ext3 /dev/v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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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挂载分区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mydata 目录并将分区挂载在该目录下：

mkdir /mydata

mount /dev/vdb1 /mydata

使用命令查看挂载：

df -h

出现如图框选的 vdb1 信息则说明挂载成功，即可以查看到数据盘了。

3. 设置启动自动挂载

如果希望云服务器在重启或开机时能自动挂载数据盘，必须将分区信息添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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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fstab

中。

使用以下命令添加分区信息：

echo '/dev/vdb1 /mydata ext3 defaults 0 0' >> /etc/fstab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cat /etc/fstab

出现如图最下方框选的 vdb1 信息则说明添加分区信息成功。

至此，您已完成 Linux 系统的云服务器的创建和基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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